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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Ａ组链球菌基因分型方法最新进展及应用
郑明寰

张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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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ｍ—ｔｙｐｅ．ｈｔｍ）。ｅ＇ｐｔｍ基因编码Ｍ蛋白，其５端为町变区，３
端为保守区。目前ＧＡＳ的Ｍ血清型有９５种之多，而这种高

多样性正是由删所基因５端的可变区序列所造成。因此，
ｄ翻ｒｒ／ｍ分型的原理是使用通用引物，通过ＰＣＲ扩增及测序获

得倒所基因的５端可变区序列，将序歹！ｌ上传至相关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ｄｅ．ｇｏｖ／ｎｃｉｄｏｄ／ｂｉｏｔｅｅｈ／ｉｎｆｏｔｅｃｈ—ｈｐ．ｈｔｍｌ），进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行跏优基因序列的比较分析，确定ｅｍｍ型及亚型。目前
Ａ组链球菌（ｇｒｏｕｐ

Ａ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ＧＡＳ）或酿脓链球菌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ｙｏｇｅｎｅｓ）能引起多种疾病，包括猩红热、毒素
休克样综合征、风湿热、咽炎及急性肾小球肾炎等。随着抗
生素的广泛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ＧＡＳ引起的重症感染
其发病率曾明显下降，彳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欧美各国

ｅ／９＿￡ｍ分型数据库里已有１２４个ｅｍｍ型及７０４个ｅｍｍ亚
型，另外还包括４２个序列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ｔ）及２３６个ｓｔ亚
型，ｓｔ型指的是鉴定出的尚未经过参比实验窜验证的新
ｅｍｍ基因型。各国ＧＡＳ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世界
范围内流行的大部分ＧＡＳ菌株的ｅｍｍ基因型已鉴定完毕，

也包括发展巾国家相继报道风湿热的局部暴发以及侵袭性

主要分布在跏掰１～Ｐ优优１２４型之间［９１，ＧＡＳ在不同国家的

感染的发病率显著上升，使得ＧＡＳ感染再次受到高度重

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存在一定的地理性差异¨０。１引。

视¨Ｊ。在我国，猩红热、急性风湿热以及急性肾小球肾炎等

由于ｅｍｍ型与Ｍ型之间的高度一致性以及高分辨

ＧＡＳ疾病的流行及暴发仍不容忽视，近年来每年均有猩红热

率ｎ４Ｊ副，跏优分型已替代Ｍ分型成为ＧＡＳ分型的金标准方

和急性肾小球肾炎暴发的报道【２。７】。而且我国依然是受风湿

法…，应用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链球菌疾病监测。欧洲链球

热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全国调查显示。

菌监测项目（Ｓｔｒｅｐ．ＥＵＲＯ）的结果表明，欧洲的侵袭性链球菌

其发病率为２０．０５／１０万，是美国的４０倍旧１，因此ＧＡＳ疾病

中，ｅｍｍｌ、ｅｍｍｌ２、ｅｍｍ３和ｅｍｍ４等四型占所有菌株的

对我国公共卫生所造成的危害较为严重。

５０％Ｄ６３，在美国绷辨１、ｅｍｍ２８、ｅｍｍｌ２、ｅｍｍ３和跏ｍ１１占

血清Ｍ蛋白分型、Ｔ蛋白分型及混浊因子（ｏｐａｄｔｙ

所有侵袭性链球菌的４９．６％【ｌ“，而在中国唧优１和嘲仇１２

ｆａｃｔｏｒ，ＯＦ）蛋白分型作为ＧＡＳ传统的分型方法，曾经在ＧＡＳ

占侵袭性链球菌和非侵袭性链球菌的６０．０％和５１．３％”…。

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对疾病的防治与控制发挥了霞要

通过ｅ？ｎｍ分型。可以掌提国家或地区ＧＡＳ疾病的流行病学

作用。但分型血清不易获得，血清分型方法具有操作繁琐、

资料。了解ＧＡＳ流行趋势或找出新的流行株，有利于调整链

血清效价容易降低、分辨率低等缺点，再加Ｅ ＧＡＳ疾病新的

球菌疾病预防策略，也有助于ＧＡＳ疫苗的研究和开发。

流行趋势迫使研究者们使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开展ＧＡＳ的

肋ｚ优型在局部地区能代表菌株的克隆型（群）ｔｌＴｊ，但是分离

流行病学研究…。

自不同地区、国家或年代的同一ｅｍｍ型菌株问可能存在基

基因分型近年来发展并趋于成熟，具有快速、简便、分辨
率高等特点，已成功应用于ＧＡＳ分型，其中较为常用的有Ｍ

因背景的差异‘１８，１９１，因此应采用多种分型方法结合应用于
ＧＡＳ的流行病学研究。

ｏｐａｃｉｔｙ

２．∥分型：与６ｍｖ／ｍ分型类似，ｓ０１分型其原型是血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ｄ基因序列分型、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及多位点

ＯＦ分型。约有５０％的ＧＡＳ表达ＳＯＦ蛋白，该蛋白可以介

序列分型（ｍｕｌｔｉ

蛋白基因（踟优）序列分型、血清混浊因子（ｓｅｒｕｍ
ｌｏｃｕ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ｉｎｇ，ＭＬＳＴ）等，且在疫情处

导高街度脂蛋白的凝集，从而使马血清变得不透明，称为ＯＦ

理中发挥重要作用。ｆＢ此类分型方法在我国尚未普遍采用，

反应，据此ＧＡＳ分为两大类，即ＯＦ阳性和阴性菌株啪１。

针对当前的疾病控制需求，本文就ＧＡＳ常用的几种分型方

ＳＯＦ蛋白具有Ｍ型特异性，ＯＦ阳性菌株其相应的抗血清只

法进行简要综述。

能阻止同一Ｍ血清型菌株的ＯＦ反应【２“。因此，血清ＯＦ型

１．绷ｍ分型：册研分型方法是目前最常规的ＧＡＳ分型

与另一种血清分型方法（Ｔ分型）共同作为Ｍ分型的基础，

方法，其标准化方法可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相关

这两种方法均只有２０多种血清型，可以初步判断Ｍ型，从
而简化Ｍ分型的操作步骤。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

随后的研究表明，ＳＯＦ蛋白的氨基端８０％的序列属于
高变区，而５端的１８９－－２５８个密码子序列可以准确预测菌株

·８４１·

的ＯＦ血清型，所以艘厂基冈分型的方法是用一对通用引物

ｅ／＇ｎｍ分型方法相比更具有优势，但无法替代ｅ＇ｌＴ／ｍ分型方

扩增夥厂基因的５端区域，由于基因的高度变异性，不同菌株

法，因为只有绷ｍ分型才能反映Ｍ血清型特异性，在与

ＰＣＲ产物大小不一致。在５８０～７５０ ｂｐ之间，然后用测序引物

ＧＡＳ疾病的关联上ｅ－ｌｎｍ分型方法所提供的信息要比ＰＦＧＥ

进行单向测序获得序列，通过ＮＣＢＩ的Ｂｌａｓｔ进行序列分析，

丰富。

确定菌株的５Ｄ，’分型ｍ】。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编码Ｍ

４．ＭＵ汀：多位点序列分型不仅可以应用于分子流行病

蛋白的Ｐ优ｍ基因和ｓｏｆ基因可以在不同菌株间转移，但是

学研究，还可以用来研究微生物的遗传种群结构¨”。ＧＡＳ

ＯＦ阳性和阴性菌株间似乎很难发生这种水平转移，根据

的ＭＬＳＴ方法是分别通过扩增ＧＡＳ的７个管家基因的内部

ｇ＇ｍｍ基因序列绘出的进化树显示ＧＡＳ分成两大类，既ＯＦ

片段并测序，通过序列比对和不同等位基因的排列组合来确

阳性和阴性菌株∽Ｊ。说明ｅ／／，／ｍ基因与ｓｏｌ基因之间存在某种

定序列型（ＳＴ）。研究表明ＭＬＳＴ的分辨率高于肋ｌｍ型，而

内在的联系。

且两种分型方法问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Ｅｎｒｉｇｈｔ等¨７１对代

如厂基因分犁的分辨率略高于ＯＦ血清型，通过该分型

表７８种ｅＴｎｍ型的２１２株ＧＡＳ进行ＭＵ汀分析，共分出１００

不仅可以判断菌株的ＯＦ阳性或阴性，而且还能进一步了解

个ＳＴ型，而且同一ｅｍｍ型中，大部分菌株具有５个或以上

菌株的基因背景。根据文献报道，具有相同ｅｌ一＇／ｍ型和船厂型

相同的等位基因，说明具有相近的基因背景。Ｃａｒｒｉｃｏ等幢纠

的ＧＡＳ菌株其ＰＦＧＥ图谱很相近，而ｅ＇／ｎｍ型相同但印厂型

对不同的ＧＡｓ分型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ＭＫ汀与ＰＦＧＥ

不一致的菌株其ＰＦＧＥ图谱则完全不同，说明一＇ｒｔｍ型和ｓｏｆ

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且均能很好的预测Ｊ鲋Ｆ／ｍ型，同一ＳＴ

型分别代表不同的ＧＡＳ菌株基因背景啦…，因此在流行病学

型或ＰＦＧＥ型的菌株具有相同跏ｍ型的可能性为９５％，但

研究中，ｓｏｆ基因分型可作为ｅ—ｆｆ／ｍ分型一个很好的补充。

与此相反。ｅ＇／ｎｍ型对菌株的ＭＬＳＴ和ＰＦＧＥ型的预测能力

３．ＰＦＧＥ：ＰＦＧＥ是目前菌株分型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

则大大减弱，特别是对ＭＩ研的预测能力仅为６６％，表明

法。ＰＦＧＥ具有其他分型方法无法具有的独特优势，它可分

ＭＬＳＴ和ＰＦＧＥ对菌株克隆的定义要比ｅｍｍ分型更为准

离数ｋｂ到卜千ｋｂ的ＤＮＡ片段，从而在染色体水平上研究

确，充分最示这两种方法在ＧＡＳ流行病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细菌的基因背景。ＰＦＧＥ可以确定细菌的克降型旧…，而且操

ＭＬＳＴ的分型原理决定了它所反映的基因信息要比

作时间较短，一次试验需要２—３ ｄ的时间，能帮助迅速确定

ＰＦＧＥ更为保守和准确，更具有可比性，目前ＧＡＳ的ＭＬＳＴ

暴发菌株和传染源，在疫情的预警、预测及应对中发挥至关

数据库包含约１０００个不同来源菌株及其背景资料，而且

重要的作用¨“。

ＧＡＳ的ＭＩＳＴ标准化方法和数据库均可通过网络共享

目前很多菌种都已建市相关的ＰＦＧＥ分型方法，而且部

（ｈｔｔｐ：／／ｓｐｙｏｇｅｎｅｓ．ｍｉｓｔ．ｎｅｔ／ｍｉｓｃ／ｉｎｆｏ．ａｓｐ）。但是ＭＬＳＴ需要

分食源性疾病相关菌种的标准化程序可直接从ＰｕｌｓｅＮｅｔ网

对７个管家基因的内部片段进行测序，因此它的实验成本显

站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ｇｏｖ／ｐｕｌｓｅｎｅｔ）。酿脓链球菌的

著高于ＰＦＧＥ等其他分型方法，而且较为耗时，所以在流行

ＰＦＧＥ分型可按照ＰｕｌｓｅＮｅｔ发布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病学研究中。可从每个ＰＦＧＥ型中选出部分菌株进行ＭＬＳＴ

的操作程序ⅢＪ，内切酶使用ＳｍａＩ，但文献报道部分ＧＡＳ对

分型‘２“。

ＳｍａＩ不敏感，对这部分菌株需要使用内切酶ＳｇｒＡＩ¨“，也有
文献使用内切酶Ｃｆｒ９Ｉ，町以把分辨力提高至１００％旧“。

综卜所述，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ＧＡＳ基因分型方法
已有很多种，已完全替代传统而繁琐的ＧＡＳ血清学分型方

ＰＦＧＥ与跏优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以及ＰＦＧＥ的分辨

法，成为当前ＧＡＳ流行病学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工具。但是

率要大于跏ｍ分型【１引，因此ＰＦＧＥ作为亚型分型方法，“泛

我国对ＧＡＳ的流行病学研究工作目前开展的并不是很多，

应用于ＧＡＳ流行病学研究中。Ｍａｌｈｏｔｒａ—Ｋｕｍａｒ等旺＂对１５２
株氟喹诺酮耐药菌株进行ｅ，７／ｍ分型和ＰＦＧＥ分析，共分出９

尚缺乏对ＧＡＳ流行的系统ｒ解，尚不具备预测ＧＡＳ疾病在
我国流行趋势的能力。但相信通过结合应用上述不同的基

种删优型和１５种ＰＦＧＥ型，通过ＰＦＧＥ图谱分析，确定５

因分型方法，开展ＧＡＳ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会对我国ＧＡＳ疾

个克隆群，其中分别属于ｅｍｍ６型和ｅｍｍ７５型的两个克隆

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群是在当地流行的主要耐药菌株。Ｋａｏ等拉７１应用跏优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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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将举办“食源性寄生虫病
及其诊断技术与治疗＂学习班的通知
为促进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技术与治疗的学术交流，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将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７—１９日在北京市京东宾

馆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食源性寄生虫病及其诊断技术与治疗”学习班。本学习班将邀请国内相关知名专家作
有关食源性寄生虫病专题报告，介绍食源性寄生虫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相关新理论和先进的诊疗技术，并探讨交流各种
常见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和治疗经验。学习班期满将授予国家继续教育Ｉ类学分６分。本次学习班将为各位专家、学
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机会。诚挚地欢迎您的到来！
会议时间：２００８年ｌＯ月１７—１９日；会议地点：北京市京东宾馆；报名联系方式：地址：１０００５０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９５号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联系人：谷俊朝，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２５８４９，传真：０１０—６３１３９２６５，Ｅｍａｉｌ：ｒｅｙａｎｓｕ０２００８＠ｓｏｈｕ．ｏｄｉｎ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